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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2 midyear outlook 

我们在《2023年投资展望》新格局下的新策略中阐述，宏观和市场波动性加剧的格
局已取代大缓和期，须灵活采取更细致的投资配置方针。这对亚洲投资尤为关键，
中国重新开放、日本央行政策可能出现变化，且人口、能源转型及地缘政治等宏观
挑战十分严峻。我们认为与西方发达市场相比，亚洲股价更充分地反映了全球增长
放缓，因此我们更看好亚洲股市前景。固定收益方面，我们看好优质发达市场债券
多于新兴市场本币债券。

我们预期西方主要经济体将在2023年陷入长期温

和衰退。许多迹象表明，欧美各央行空前大幅加

息对经济造成的损害正不断累积， 例如首席执行

官信心指数下降、资本支出计划放缓及消费者信

心下滑。欧洲方面，能源冲击对实际收入的影响

因金融条件收紧而加剧。亚洲方面，中国的结构

性增长逐渐放缓（部分因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

减少），中国逐步重新开放构成短期内主要影响

因素。

我们的第一个主题“资产价格反映衰退“是指评估

市场定价反映的预期全球经济放缓程度，以及随

着定价反映损害和市场风险情绪改善，把握上调

承险水平的时机。目前我们在战术配置上低配发

达市场股票，因我们认为估值和盈利预期尚未充

分反映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我们对亚洲股票持

中性观点，部分原因是其估值更贴近增长放缓程

度。但根据我们的细化资产配置观点，我们看好

南亚多于北亚。

原因为何？西方经济放缓，尤其是商品需求下

降，将使以出口为主的北亚经济体承受更大的压

力。我们认为西方经济放缓可能促使北亚地区

（包括中国）加强合作，以提振国内经济。

我们的第二个主题“重识债券机会“是指评估固定

收益的作用，因收益率飙升使债券的吸引力大

增。与过去应对衰退的情况不同，我们认为广泛

的大类资产配置不再适用于目前的形势。在通胀

持续、债务高企的环境下，长期名义发达市场政

府债券的前景仍黯淡。我们认为，高评级企业债

券能够抵御温和衰退的风险，通过以较低利率对

债务进行再融资，可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状况。因

此，我们在战术和策略配置上均超配发达市场投

资级别债券。

亚洲方面，我们看好印度及印尼投资级别债券。

北亚和东南亚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扶持措

施保护。美元趋稳及美国暂停加息有望使亚洲债

市及货币前景向好，但目前仍言之尚早。

Ben Powell

贝莱德智库

亚太地区首席投资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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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22 midyear outlook 

迄今亚洲在“与通胀共存”（我们的第三

个投资主题）方面表现较好。实际

上，中国近期的生产价格数据表明通

缩环境正在形成。这为政府在必要时

采取更多支持措施提供了空间。但我

们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会将刺激措

施力度控制在刚好稳增长的水平，以

免重蹈过去信贷过度扩张的覆辙。这

意味着我们无法期望中国像过去一

样，在全球经济下行时发挥提振全球

经济的作用。

2023 outlook

日本可能在2023年迎来重大政策转

变，具体而言是指央行收益率曲线控

制措施（将十年期日本政府债券收益

率控制在0%左右）可能调整。日本央

行的超宽松政策与其它央行过度紧缩

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日元大幅下

跌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削弱了外国投

资者持有日本资产的信心。日本坚持

宽松政策如此之久，为什么会转向鹰

派政策？首先，通胀持续高企且影响

广泛。其次，日本央行领导层将发生

变动，行长黑田东彦将于4月卸任。

预计在其卸任后，收益率曲线控制措施

将会发生变化，但市场自然希望早着先

机。日元走强可能吸引外国投资者重新

考虑日本资产，届时他们会发现近半日

本企业拥有净现金，利润率及回报率均

有所改善，股东对企业的信心也与日俱

增。权益拥有人不断鼓励日本企业采取

更灵活措施，利用稳健的资产负债表提

高股东回报及雇员工资。我们在整体上

低配发达市场股票，但在战术配置上对

日本股票持中性观点。

宏观及市场波动性加剧的新格局将持续

至2023年。过去应对衰退的方法将不再

适用。希望本投资展望有助您制定切合

自身需要的投资对策，祝愿您在2023年

一切顺利。

2023年投资展望

文件仅供派发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者使用，不得公开派发（请参阅重要披露）

MKTGM1222A/S-2647727-3/18



44 2022 midyear outlook 

Contents

4 2023 outlook 

经济活动和通胀均稳定的40年大缓和期已经过去，宏观和市场波动性加剧的新格
局影响正在显现，预示着经济濒临衰退。为抑制通胀，央行不断收紧政策，因此我
们在战术上低配发达市场股票。我们预计在2023年某个时间点会超配风险资产，
但目前言之尚早，且即便牛市来临，预计持续时间也不会像过去那么长。因此，我
们需要新格局下的新策略。

Philipp Hildebrand

贝莱德副主席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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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2022年下半年投资展望》中已阐述为

什么我们已步入新格局，且其正以持续通胀和

产出波动的形式发挥着影响，央行纷纷上调政

策利率，导致经济活动受损、债券收益率上升

及风险资产持续受压。

与投资者预期相反，尽管在新格局下经济增长

放缓，但央行并未出手干预，而是主动采取过

度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胀，使经济陷入衰退。由

此可见经济衰退早有预兆。我们认为随着经济

损害显现，央行最终将停止加息。预计通胀会

降温，但仍将持续高于央行2%的目标。

我们认为关键是判断市场价格反映的经济受损

程度，因此“资产价格反映衰退”是我们2023年

第一个投资主题。举例而言，我们认为股票估

值尚未反映未来的经济损害。当我们认为市场

定价已反映经济损害或我们对市场风险情绪的

看法改变时，我们会上调对股票的配置比重，

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上一轮股票和债券牛市

持续十年的情况不会重演。

新格局要求我们“重识债券机会” ，这是我们的第

二个主题。对渴望收益已久的投资者来说，收益

率上升是利好消息，因不必承受巨大风险即可获

得收益。因此，我们看好短期政府债券和抵押贷

款证券。我们也看好高评级信用债，因其可补偿

投资者承受的经济衰退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认

为在持续通胀环境下，长期政府债券无法像过去

那样起到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作用。由于央行在

空前的高债务水平下收紧货币政策，投资者对持

有长期政府债券要求的回报会相应提高。

第三个主题是“与通胀共存”。我们认为新格局下

的长期影响因素（如劳动人口老龄化）将使通胀

持续高于疫情前水平。因此，在战术和战略配置

上我们均维持超配通胀挂钩债券。

结论：应对新格局需要新格局下的新策略，包括

综合考虑风险胃纳观点和对市场定价反映经济损

害程度的估计，更频繁地调整投资组合配置。同

时在新格局下，除了资产大类配置外，还需更注

重行业、区域和子资产类别的细分资产观点。

Scott Thiel
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师—贝莱德智库

Wei Li
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贝莱德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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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格局影响显现

新格局的一大特征是经济形势由供应

主导，需要进行艰难的政策权衡和取

舍。我们认为新格局已成形，且其影

响正在显现。

通胀持续上升超出市场预期，导致债

券收益率飙升，股票和固定收益市场

走低。如此高的波动性与增长和通胀

均稳定的40年大缓和期形成鲜明对比。

生产限制正驱动新格局的形成：疫情

期间，消费支出从服务转向商品导致

了供应短缺和生产瓶颈。人口老龄化

导致劳动力短缺。这意味着，发达市

场若要恢复以往的产值，必然会使通

胀压力上升。这正是经济活动低于疫

情前水平，但通胀却如此之高的原因。

央行政策利率无法解决生产限制问题，

只能影响经济体的需求，这使央行必

须做出艰难的政策取舍。

要么把需求压缩到与目前产能（图中绿

色虚线）相匹配的水平，让通胀回落到

2%的目标，要么与加剧的通胀共存。

目前央行纷纷选择前者。因此经济衰退

早有预兆，经济放缓的迹象正逐渐浮现。

但我们认为随着经济损害显现，即使通

胀不会下降至2%，央行也会停止加息。

随着消费支出恢复正常，部分生产限制

因素会有所缓解。但我们预计三大长期

趋势将使产能持续受限，并令新格局更

加稳固。首先，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多个

主要经济体的劳动力将持续短缺。第二，

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重塑全球

化进程和供应链。第三，向净零碳排放

转型导致能源供需错配。见第13-15页。

结论：过去奏效的策略不再适用于现在

或将来。

生产限制加剧了通胀和宏观波动性。央行无法
消除这些限制因素，因而只能通过加息来对抗
通胀，并导致经济衰退。

简介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潜在供应（ 2017年至2025年）

数据源：贝莱德智库及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来自Haver Analytics，2022年11月。注：
图表显示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橙色）衡量的经济需求，以及我们对疫情前趋势增长的
估计（黄色）。绿色虚线显示我们对当前产能的估计，是根据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超
过美联储2%通胀目标的幅度计算得出。随后衡量经济活动（橙线）需要下降多大幅度
才能缩小与2023年底产能（绿色虚线）之间的差距（假设产能有所恢复）。预计2022
年第三季度至2023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2%（橙色虚线）。前瞻性估计可能
不会实现。

抑制通胀将导致严重衰退

图表要点：美联储要让通胀回落到目标水平（绿色虚线），会对经济造
成重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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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对策战术性观点

要从容应对2023年的市场形势必须更频

繁地调整投资组合。投资组合的战术性

配置取决于以下两个评估指标：1 )我们

对市场风险情绪的评估，及2 )我们对市

场定价反映经济损害的看法。

矩阵显示随着市场形势在新格局下发生

变化，我们将如何转变投资观点，并上

调承险水平。主要结论有：

• 我们目前处于最强防守配置，在其它

情况下，承险水平均会上调，尤其是

对股票。

• 在新格局各情况下，我们均低配名义

长期政府债券。这是我们在各情况下

确信度最高的观点。

• 我们可依据不同指标上调承险水平：

通过对市场风险情绪的评估，或根据

我们对定价反映经济受损程度的看法。

过往表现并非目前或未来业绩的可靠指标。无法直接投资指数。数据源：贝莱德智库，2022年11月。注：示意矩阵中的方框显示当我们改变对市场风险情

绪的评估或对定价反映经济损害程度的评估时，我们对资产大类的战术性观点将如何改变。潜在观点变化是从美元角度作出。本资料仅为于特定时间对市

场环境的评估，并非对未来业绩的预测或保证。不应将本资料作为任何特定基金、策略或证券的投资建议而加以倚赖。

定价是否充分反映损害？

否 是

市
场
风
险
情
绪

避
险

避险，定价未反映损害 避险，定价已反映损害

股票 股票

信用债 信用债

政府债
券

短期

政府债
券

短期

长期 长期

承
险

承险，定价未反映损害 承险，定价已反映损害

股票 股票

信用债 信用债

政府
债券

短期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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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1

损害已显现

资产价格反映衰退

欧美央行纷纷通过加息抑制通胀，使

经济衰退预兆显现。与过去衰退的情

况相反：我们认为央行不会放宽政策

来提振风险资产。因此，“逢低买入”

的旧策略已不适用于必须做出艰难政

策取舍、宏观波动性加剧的新格局。

新对策要求不断重新评估定价反映央

行加息造成的经济损害程度。

经济损害正在扩大。美国方面，利率

敏感行业所受影响最明显。不断飙升

的抵押贷款利率重创新房销售量。见

图表。其它预警信号包括首席执行官

信心下降、资本支出计划推迟以及消

费者储蓄耗尽。欧洲方面，能源冲击

对收入的影响因金融条件收紧而加剧。

经济最终受损程度取决于央行为降低

通胀而加息的幅度。

我们的战术性投资观点建基于我们对市

场参与者风险胃纳的看法（基于宏观环

境的不确定性和其它数据）以及我们对

定价反映经济损害的评估（尤其是股票

盈利预期和估值）。

预计欧美央行将在2023年停止加息，

届时经济活动将趋于稳定。我们发现盈

利预期还未体现轻度衰退的影响。因此，

我们目前在战术上维持低配发达市场股

票。

我们会根据估值反映经济受损的程度，

适时上调承险水平，而风险资产因经济

软着陆憧憬而上扬则不可作为指标。重

点不仅是资产价格反映衰退：而是随着

市场消化经济损害的影响，风险情绪逐

步改善，使我们有信心上调承险水平，

但目前还言之尚早。

我们认为股票定价尚未充分反映经济衰退，
但我们会根据市场风险情绪评估指标或定价
反映的经济损害程度，适时上调承险水平。

数据源：贝莱德智库及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来自Refinitiv Datastream，2022年11
月。注：图表显示在1972年至2022年政策利率收紧周期内，新家庭住房销售量在几个
月内的变化速度。标示的彩色曲线表示2022年以及住房销售量下降最快的年份。

美国在政策利率收紧周期的新房销售量（ 1972年至2022年）

图表要点：今年房屋销售量下滑幅度已超过美联储过去大幅加息周期
（例如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以及本世纪最初5至6年美国房地产泡
沫爆破期）。

2023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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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

如图所示，股票与债券回报的负相关性

发生反转，意味着它们可能同时下跌。

原因是即使经济衰退，央行为将通胀降

至政策目标，也不太可能为救市而迅速

减息。反而政策利率可能长期处于高于

市场预期的水平。

在债务水平高企、供应增加和通胀加剧

的情况下，投资者对持有长期政府债券

将要求更高的补偿（或称期限溢价）。

各国央行正在缩减债券持有量，日本甚

至可能停止购债，但政府仍入不敷出。

这意味着私营部门须吸收更多债券。债

券跌市可能重现，以英国为例，该国的

撒钱政策引发市场恐慌性抛售，导致收

益率迅速飙升。

因此，我们在战术和战略配置上均维持

低配长期政府债券。

债券和股票可能同时下跌

数据源：贝莱德智库，数据来自Refinitiv Datastream，2022年11月。注：图表显示在
连续一年期间美国10年期国债和标普500指数每日回报的相关性。

随着收益率飙升，债券终于能够带来收益，这
使固定收益资产吸引力大增。但我们认为长期
政府债券仍面临挑战，因而更看好短期政府债
券和高评级信用债。

美国股票和政府债券回报的相关性

图表要点：近几十年来构建投资组合的一个基础假设是，当股票下行时，
债券价格会上涨，但我们认为这种相关性在新格局下已瓦解。

重识债券机会

随着全球收益率飙升，固定收益资产

终于可带来“收益”。对多年来一直渴

望收益的投资者来说，收益率上升增

加了债券的吸引力。但我们认为不应

对该资产类别一概而论，而应采用细

分投资观点把握当中的机遇。

我们认为投资级别债券的前景已明朗，

因而从战术和战略上均上调配置比重。

企业以较低的利率进行再融资以偿还

旧债，可使资产负债状况得到改善，

因此我们认为投资级别债券可抵御经

济衰退的影响。我们开始对机构抵押

贷款支持证券进行战术性超配，因其

有助扩大收益来源。短期政府债券在

当前的收益率下也具吸引力，我们目

前的战术性观点将其单独划分为一类

资产。

以往投资组合通常会选持长期政府债

券，因其有助投资组合防御经济衰退

的冲击，但我们认为目前这策略已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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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3

Persistent inflation

与通胀共存

高通胀导致生活成本飙升，对央行造

成压力，促使其不惜一切代价控制通

胀。但加息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损害

却欠缺关注。

我们认为通胀的政治压力将开始减弱。

即使通胀未能回到2%的目标水平，大

幅加息周期仍会停止。随着损害日益

显现，衰退的政治压力将取代通胀的

政治压力。此外，央行可能被迫停止

紧缩政策，以防金融风险酿成危机，

英国（其财政刺激计划令投资者恐慌）

便是前车之鉴。结论：虽然经济濒临

衰退，但我们仍将与通胀共存。

随着支出模式恢复正常以及能源价格

缓和，通胀的确有所降温，但我们认

为未来数年通胀将继续高于政策目标，

市场定价尚未反映通胀的波动性和持

续性。

我们维持超配通胀挂钩债券并看好实物

资产。旧格局下经济衰退导致通胀低于

目标，令央行放宽货币政策的情况已不

适用。

除与疫情相关的供应中断外，人口老龄

化、地缘政治分化及向低碳排放转型这

三大长期制约因素促进了新格局的形成，

并使通胀维持在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我们的战略性观点已反映新格局，将在

未来几年超配通胀挂钩债券。市场预期

和经济学家的预测最近才开始意识到通

胀将持续。见图中灰色曲线。我们认为

在旧格局下市场会低估通胀。见黄点。

不论新格局的影响如何显现，市场对通

胀一厢情愿的看法使我们坚持在战略性

投资组合中最大程度超配通胀挂钩债券

并在战术上维持超配。

我们认为随着经济损失更为明显，央行将暂停
加息，而新格局下的长期影响因素将持续推高
通胀。

美国核心消费物价指数通胀预测和盈亏平衡通胀率（2020年至2025年）

数据源：贝莱德智库，数据来自Refinitiv Datastream，2022年11月。注：灰色曲线
显示根据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对消费物价指数通胀的普遍预测。黄点显示当前市场隐
含的未来五年通胀预期。前瞻性估计可能不会实现。

对通胀一厢情愿的看法

图表要点：市场普遍预测一直低估通胀的上限，起初还高估了通胀恢复
到接近疫情前水平的速度。与市场定价反映的情况不同，我们认为通胀
将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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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美国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经济学家预测中位值

当前的五年盈亏平衡通胀率

文件仅供派发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者使用，不得公开派发（请参阅重要披露）

MKTGM1222A/S-2647727-9/18



1010 2022 midyear outlook 10 2023 outlook

全新对策

战术性观点

Carrie King

Global Deputy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Blackrock Fundamental 
Equities

采用自下而上方针审视企业表现或
许是预测未来的最佳视角。”

我们2023年的投资对策是根据市场价

格反映经济损害的程度以及我们风险

取向的变化，迅速调整配置。

我们看好短期政府债券的收益潜力：

收益率飙升使投资者不必为获得高收

益而投资风险更高的长期债券。美国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超过十年期

收益率。见图表。我们对短期国债持

中性观点。

我们上调对投资级别债券的看法至超

配。收益率上升及资产负债状况稳健

表明，投资级别债券防御经济衰退冲

击的能力高于股票。

我们看好美国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因其收益更高，且由于发行人由政府

持股，信贷风险较低。此外，我们认

为市场定价尚未反映通胀将长期持续，

因而我们继续超配通胀挂钩债券。

如上文所述，长期政府债券仍面临不

利因素，因此我们维持低配。

股票方面，我们认为企业盈利预期或估

值并未充分反映经济衰退，且有别于市

场假设的看法，我们认为央行不会减息

救市。我们致力从结构转型中发掘相关

行业机遇（如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健康

护理行业），虽然整体上继续低配股票，

但会积极把握细分资产机遇。周期股方

面，我们看好能源股及金融股。虽然能

源业的盈利从历史高位回落，但在能源

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仍将保持稳定。利率

上升有利于银行提高盈利能力。我们看

好健康护理股，因其估值具吸引力，且

在经济下行期有望维持现金流稳健。

短期收益率超过长期收益率

过往表现并非目前或未来业绩的可靠指标。数据源：贝莱德智库，数据来自Refinitiv
Datastream，2022年11月。注：图表显示美国十年期及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我们预期将比以往更频繁地调整观点。我们
2023年的风险取向为整体上避险，看好短期
固定收益多于股票及长期债券。

图表要点：预计长期收益率将随着期限溢价回报进一步上升，而短
期收益率上升的空间则较小，因预期政策利率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

美国国债收益率（2000年至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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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 King

贝莱德基本面股票投资团队
全球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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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观点

全新战略性方针

战略性投资组合在大缓和期可保持相

对稳定，但在新格局下情况有所不同，

必须更灵活地调整配置。

我们认为过去长达十年的股票及债券

牛市不会重现。资产组合一向至关重

要，但根据我们的分析，目前组合配

置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大缓和

期的四倍。见图中橙色柱和黄色标记

之间的差距。股票及债券回报相关性

为零或正数意味着，要达到与过去相

近的回报水平，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将

上升。

私募市场是机构投资者的核心持仓，

该资产类别会受宏观波动性的影响，

我们认为其估值可能下降，因而在整

体上低配该类别，预期未来数年会出

现比现在更好的机会。详见第15页。

我们仍然在战略配置上维持适度超配发

达市场股票，因我们预期未来十年股票

的整体回报将高于固定收益资产。保持

股票投资有助更细致地分析影响行业的

结构性趋势。

我们维持超配通胀挂钩债券并低配名义

发达市场政府债券。政府债券方面，我

们看好短期债券，可获得收益并规避利

率风险。固定收益方面，我们认为信用

债更胜一筹，看好公共信用债多于私募

信用债。

新格局下资产组合的重要性上升

仅供说明。上述内容不代表实际投资组合，也不构成投资建议。数据源：贝莱德智库，
数据来自Refinitiv Datastream及晨星，2022年11月。注：图表显示未来十年两个假
设投资组合与60-40全球股票—全球债券组合的估计每年平均相对表现的对比，其中新
格局下宏观及市场波动性加剧（橙色），而大缓和期（1990年至2019年）内增长及通
胀均稳定（黄色）。上图展示“ 40%全球股票-60%全球债券“组合和“ 80%全球股票-
20%全球债券“组合的假设表现。代表指数：MSCI AC世界指数（股票）及彭博全球综
合指数（债券）。假设结果的固有局限在于，表现纪录所反映的配置决策并非于实际市
况下作出，因而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投资组合管理中金融风险的影响。指数未经管理，且
不涉及费用。无法直接投资于指数。

我们已根据新格局制定策略性观点。我们认为
战略性投资组合也须进行更灵活的调整，资产
组合配置失误可能造成比以往更严重的损失。

新格局与大缓和期的估计回报比较

Simona Paravani-

Mellinghoff
贝莱德多元资产策略及解决
方案全球解决方案投资主管

应对新格局须制定构建投资组合的
新方针，战略性资产组合的重要性
比以往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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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要点：据我们估计，资产组合配置失误在新格局下造成的损失可
能高达大缓和期的四倍。

新格局 大缓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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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格局的因素

劳动人口老龄化
我们认为在新格局下有三大长期因素

导致生产限制。首先是人口老龄化，

其影响酝酿已久，且目前变得更加显

著。

原因为何？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人

口减少。65岁或以上的美国人口比例

不断增加，当中大部分人离开职场，

这是目前美国劳动力供不应求的主要

原因。

如同学生及全职照顾家庭的父母一样，

退休人士不计入劳动人口，这是劳动

人口在成年人口的比例（即在职或正

在求职的人口比例）仍远低于疫情初

期水平的主要原因。这个比例也称为

参与率。见图表橙色曲线。

参与率最初大幅下跌是由新冠疫情封

控措施所致：许多失业者由于忧虑染

病或须照顾家人而未立即求职。

劳动人口减少的情况已有所恢复，但黄

色曲线显示尚未填补的缺口几乎完全由

人口老龄化（退休年龄人口比例增加）

所致，而非受疫情的具体影响。这是我

们预期参与率不会由目前水平改善的理

由，因此，导致通胀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不会大幅缓解。

人口老龄化也不利于未来经济增长。未

来数年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会比过去

显著放缓。经济体的产能无法应付需求。

我们认为老龄化人口的消费也不会大幅

减少，尤其是考虑到健康护理需求时，

这意味着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因产能

下降难以满足需求。此外，政府在老人

护理方面的开支上升，也会推高债务水

平。

股票方面，我们看好健康护理行业的前

景，因该行业致力开发药物及设备以满

足人口老龄化需求。

A workforce not recovered

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由于已到退休年
龄而不再工作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未来产能
增长速度会放缓。

Aging populations are negative for economic growth. Production 

capacity will grow less quickly in the future as populations age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fail to replace them.

Contribution of aging to fall in U.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数据源：贝莱德智库、美国劳工统计局，2022年10月。注：橙色曲线显示美国劳动人口
参与率（界定为在职或正在求职的16岁及以上成年人口比例）。黄色曲线显示自2008年

以来人口老龄化使参与率下跌的比率（通过固定各年龄组别的参与率并在图表抽样期间
按观察到的人口资料改变比重计算）。

图表要点：由于经济停摆，劳动人口参与率在疫情期间急剧下跌。许
多离职的人并没有也不会重返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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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分化的全球新秩序正在兴
起，后冷战时代已告终。”

全球新秩序
全球新秩序正在兴起。我们认为这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全球

环境，意味着后冷战时代全面告终。

我们看到地缘政治合作及全球化结束，

世界分化为充斥竞争的利益集团，代

价是经济效率下降。对企业而言，增

加本地采购可能推高成本，且我们认

为资源重新分配可能导致新一轮供求

错配。

对俄乌事件的反应是典型例子。西方

制裁促使各国致力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目前能源安全是首要任务：欧洲希望

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及天然气的依赖，

导致能源短缺及价格上升。美国则会

优先向贸易伙伴采购净零转型所需金

属及原材料。

我们认为中国将致力于在能源、食品及

科技方面实现自给自足，而不再过度强

调经济增长。长远而言，我们认为全球

人口老龄化会使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地缘政治分化可能令不同资产类别的风

险溢价长期存在，而并非像过去一样仅

对市场产生短暂影响。市场对地缘政治

风险的关注度将居高不下。参见图表。

上述因素可能使宏观及市场波动性加剧

的新格局进一步巩固，并导致通胀持续

高企。

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关注度上升

我们认为这是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地缘政治环
境。全球正分化为追求自力更生的竞争性利益
集团。

前瞻估计未必能够实现。数据源：贝莱德智库。2022年10月。注：贝莱德地缘政治风
险指标追踪与特定地缘政治风险相关的字词在经纪人报告（通过Refinitiv）及金融新闻
消息（道琼斯全球通讯社）出现的相对频率。我们根据文章文字反映的正面或负面情绪
进行调整并评分。得分反映相比过去5年市场对各风险的关注度。由于新冠疫情风险近
期才出现，因此年期较短。我们希望衡量市场而非大众对特定风险的关注度，因此与其
它媒体来源相比，我们给予经纪人报告的权重较高。

贝莱德地缘政治风险指标（2018年至2022年）

Tom Donilon
贝莱德智库主席

影响格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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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要点：最近数月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关注度飙升，反映目前环
境严峻。

2023年投资展望

文件仅供派发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者使用，不得公开派发（请参阅重要披露）

MKTGM1222A/S-2647727-13/18



1414 2022 midyear outlook 14 2023 outlook

影响格局的因素

Hannah Johnson

贝莱德基本面股票天然资源
基金经理

我们在绿色投资方面早着先机，有
助捕捉更多理想机遇。”

转型加速
我们追踪净零碳排放转型的方式与追

踪影响投资风险及机遇的任何其它因

素（例如货币政策）一样。我们全面

分析转型推进的各种可能性，而非预

设转型应如何推进。我们评估其对财

务风险及回报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重要气候政策的

倡导下，全球转型步伐有望加速，因

科技进步使可再生能源成本降低，气

候变化造成的实质损害与所涉及的成

本日益增加，促使社会偏好发生转变。

欧洲致力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并着力建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最明

显的例子是欧盟委员会的RePowerEU

Plan计划。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生

活成本飙升，进一步推动经济体更侧

重清洁能源发展。美国方面，降低通

胀法案有望刺激庞大的投资。

我们认为这有助降低清洁科技成本并提

振本地制造业。

我们认为对转型做好准备的领域存在投

资机遇。基建是其中一个领域。见第15

页。然而，我们认为转型势必加剧生产

限制，并涉及大规模资源重新分配。在

转型进程中，仍需石油及天然气应付未

来的能源需求。假如高碳产品减产速度

较低碳替代品生产速度更快，可能导致

供应短缺，继而推高价格并阻碍经济活

动。转型速度越快，待填补的缺口越大，

意味着通胀及经济活动会更趋波动。

政策有助转型加速

数据源：贝莱德智库及国际能源署，2022年11月。注：图表显示国际能源署对过往及
已计划的每年绿色投资的估计，以万亿美元计。前瞻估计未必能够实现。

我们追踪净零碳排放转型的方式与追踪影响投
资风险及机遇的任何其它因素一样。

过往及已计划的每年绿色投资总额（2015年至2030年）

图表要点：全球对净零转型的投资在未来数年显著增加，主要归功
于重要气候政策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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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观点

Anne Valentine 

Andrews
贝莱德另类投资、基建及房
地产环球主管

我们认为筛选资产至关重要，即使
在基建资产类别中，不同资产的表
现也存在很大差异。”

长远而言看好基建

私募市场方面，估值尚未全面反映公

开市场大幅走低的影响，导致其相对

吸引力下降。我们的策略性观点是低

配私募市场，尤其是私募股权等有大

量资金流入的领域。但我们认为私募

市场（并非适合所有投资者的复杂资

产类别）配置应比大部分合格投资者

的持仓比重更高。

我们认为基建领域存在机遇。道路、

机场以及能源基建等资产对工业及家

庭均不可或缺。在能源危机及数字化

等结构性趋势的带动下，基建有望受

益于长期资本需求增加的趋势。

图表显示世界银行资料指出，现有投

资与未来数十年满足全球基建需求所

需投资之间存在约15万亿美元缺口。

仅美国降低通胀法案就为可持续基建及

供应链划拨了近4,000亿美元投资及刺

激措施。

即使存在政府在政治压力下设置人为价

格上限等风险，但我们相信基建有助实

现多元化回报，并提供稳定的长期现金

流。相比企业资产，基建盈利受经济周

期的影响通常较低。基建合约具长期性，

可持续数十年，且基建资产有助对冲通

胀，固定成本及价格与通胀挂钩。

数据源：贝莱德智库及世界银行，2017年。注：图表显示50个国家至2040
年的估计基建投资。黄色曲线显示每年所需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橙

色曲线显示假设各地根据目前趋势进行投资的投资趋势。累计所需投资总额
为95万亿美元，根据目前趋势为80万亿美元。前瞻估计未必能够实现。

私募市场也会受宏观波动性影响，但对策略性
投资者而言，基建等资产类别是投资结构性趋
势的方式之一。

基建投资（2007年至2040年）

图表要点：结构性趋势（重塑全球能源供应链、数字化及脱碳）推
动基建投资步伐大幅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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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细致的配置
方针
我们的投资对策是在战略及战术上，均采取更细致的配置方

针，以把握表现差异及波动性加剧所带来的机遇。

以股票为例。我们在战术上低配发达市场股票，可细分为低

配美国、欧洲及英国，对日本则持中性观点。但我们更进一

步从行业角度进行细致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在新格局下投资

致胜的关键。我们看好能源、金融及健康护理业多于必需消

费品、公用事业及非必需消费品业。战略配置方面，我们超

配股票并侧重发达市场。我们认为继续投资发达市场股票是

形成更细致观点并从结构性趋势中受益的方式之一。我们认

为发达市场股票指数（科技及健康护理等碳密集程度较低的

行业占比较高）更能从净零转型中受益。

固定收益方面，收益及利差回报使部分债券的吸引力上升，

尤其是短期债券。我们认为侧重广泛指数或资产配置组合的

方法并不可取。由于通胀持续、债务负担高企及市场流动性

下降，期限溢价重现，因此，我们继续低配长期名义债券。

基于上述原因，长期名义债券无法发挥以往在旧格局下的避

险作用。但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对短期债券的影响较小。相比

对高收益债券持中性观点，我们对超配投资级别债券最具信

心，我们在战术及战略上均看好通胀挂钩债券多于名义债券。

整体走向观点 对广泛资产类别的战略性（长期）及战术性（6至12个月）观点（2022年11月）

注：上述观点从美元角度作出，2022年11月。本资料仅为于特定时间对市场环境的评估，并非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或对未来
业绩的保证。不应将本资料作为任何特定基金、策略或证券的研究或投资建议而加以倚赖。

整体走向观点

Asset Strategic view Tactical view

股票

战略角度来看，我们维持超配股票的观点，因为我们
预计央行最终会选择与一定程度的通胀共存，并且我
们认为长期估值不算太高。在战术配置上，我们低配
发达市场股票，因为央行仍然采取过度紧缩政策，或
将导致经济衰退。才外，企业盈利预测尚未完全反映
经济温和衰退的影响。

信用债

战略配置上，我们大幅超配全球投资级别债券，因为
收益率上升令它的估值具备吸引力且有收益潜力。我
们对高收益债券的观点转为中性，因为我们认为该资
产类别更容易受到衰退风险影响。在战术配置上，我
们超配投资级别债券，并对高收益债券持中性观点。
其中我们更看好优质债券。我们将新兴市场信用下调
至中性。在其近期表现强劲后，我们认为发达市场信
用可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收益。

政府债券

由于息差较大，我们在战略配置上低配政府债券：大
幅低配名义政府债券、大幅超配通胀挂钩债券。我们
认为，市场低估了高通胀的持续性，以及投资者要求
更高期限溢价的影响。在战术配置上，我们低配发达
市场长期政府债券，因为预计期限溢价将推动收益率
走高，我们对短期政府债券持中性观点，因为市场对
政策利率的定价可能见顶。高收益率提供了相对有吸
引力的收益机遇。

私募市场

我们低配私募增长型资产，并对私募信贷持中性观点，
因对该资产类别的初始配置比重远高于大多数合资格
投资者的持仓比重。私募资产无法免受宏观及市场波
动性加剧或利率上升的影响，且公开市场抛售潮令其
相对吸引力下降。然而，私募资产配置属于长期投资，
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有机会重新定价。私
募市场是极为复杂的资产类别，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

低配 中性 超配 n早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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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低配/超配 观点

发达市场
我们整体低配发达市场股票。无论是盈利预期或是估值
我们认为都没有完全反应衰退风险。我们倾向于按板块
配置的方法 - 偏看好能源、金融和健康医疗板块。

美国

我们低配美国股票。美联储拟加息至偏紧区间。年初至
今市场下跌部分反映此因素，但估值的跌幅仍不足以反
映盈利下滑的前景。

欧洲
我们低配欧洲股票，能源价格冲击以及货币政策收紧令
该地区滞胀风险上升。

英国

我们低配英国股票，受惠于其能源板块占比较高，英国
股票相较其他发达市场的股票表现强劲。但我们认为其
估值较高。

日本
我们对日本股票持中性看法。我们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和增加派息属利好因素。但全球增长放缓构成风险。

中国
我们对中国股票持中性看法。经济活动正在重启，但我
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我们认为，国家对经济的较
严格控制使中国资产的风险更高。

新兴市场
在全球增长放缓的环境下，我们对新兴市场股票持中性
看法。在资产类别配置方面，我们偏向商品出口型国家
多于进口型国家。

亚洲
（日本除外）

我们对亚洲（日本除外）股票持中性看法。中国近期的
周期性回升属利好迹象，但我们认为估值水平尚不足以
支持我们将观点上调至超配。

细分资产观点
依据确信度列出对部分资产（相比广泛全球资产类别）的6至12月战术配置观点（2022年11月）

过往表现并非目前或未来业绩的可靠指标。无法直接投资于指数。附注：上述观点从美元角度作出。本数据仅为于特定时间对市场环境的评估，并非对未来业绩的预测或保证。不应将本资料作为任何特
定基金、策略或证券的投资建议而加以依赖。

债券 低配/超配 观点

长期美国国债
我们低配长期美国国债。我们认为随着投资者要求的期限溢价
增加，因此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将趋升。

短期美国国债
我们对短期美国国债持中性看法。由于具吸引力的收益潜力，
我们维持短久期的该类债券。

全球通胀挂钩
债券

我们超配全球通胀挂钩债券。我们预计高通胀仍将持续，当前
盈亏平衡通胀率仍有上升空间。

欧洲政府债券
我们低配长期欧洲政府债券。原因在于我们预计期限溢价将推
高长期收益率，并且通胀将持续高企。此外，加息对外围国家
债券息差也构成风险。

英国国债
我们低配英国国债。政府财政信誉仍未修复，我们偏向短期英
国国债以获取收益。

中国政府债券
我们对中国政府债券维持中性。政策制定者在放松政策以抵消
经济放缓方面较迟缓，而且它们的吸引力不如发达市场债券。

全球投资级别
债券

我们大幅超配全球投资级别债券。优质企业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表明，投资级别债券较股票能更好地缓解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

美国住房抵押
贷款债券

我们超配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债券。我们认为它们属于较为优质
的债券种类。不断上涨的美国贷房利率有望提高收益率。

全球高收益债
券

我们对高收益债券持中性看法。由于宏观环境转差，我们更看
好优质债券。我们认为部分高收益债券能提供可观收益。

新兴市场
硬通货债券

我们对新兴市场硬通货债券持中性看法。我们预计商品价格攀
升可为其带来支持，但美国收益率上升仍会对其造成不利影响。

新兴市场
本币债券

鉴于新兴市场本币债券走势强劲上升，我们对其持中性观点。
我们认为发达市场债券的收益更具吸引力。. 

亚洲债券
由于宏观前景转差，我们对亚洲债券持中性看法。我们认为估
值尚不足以支持我们上调对该资产类别的观点。低配 中性 超配 n先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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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息。投资海外市场涉及的风险包括外汇风险、流通性有限、政府减少规管，以及巿场受不利的政经及其他发展影响而大幅波动。债券投资涉及利率及信贷这
两大风险。一般而言，债券的市值将随着利率上升而相应下跌。信贷风险是指债券发行商可能无法奉还本金和利息。投资者可能无法取回原本投资金额。投资价
值亦可能受到汇率影响。本文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亦非对任何证券买卖或任何投资策略作出的建议、要约或招揽。本文乃应阁下要求提供，
仅作参考数据和教育用途，在招揽或向任何人士分发属违法的任何司法管辖区，本文件并不构成与任何证券或基金有关的招揽。此外，亦不构成与本文件收件人
签订投资协议的要约，或透过提出签订投资协议的要约，邀请收件人作出响应。本文件可能含有“前瞻性”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括预测、预报、收益或回报预
估及可能的投资组合构成。此外，本文可能包括其他投资工具之若干过往表现数据，该等表现数据仅作为举例用途。概无声明表示任何投资工具将会取得所示的
表现，或已考虑或列出拟备本文件期间就取得、计算或呈列前瞻性数据或往绩数据时所作的各项假设。若拟备本文件期间所作的假设出现任何转变，可能会对作
为举例用途的所示投资回报构成重大的影响。本文件并不构成对未来事件的预估、研究或投资建议、也不应该被视为购买、出售任何证券或采用任何投资策略的
建议。本文所载属于2022年11月之意见，并可随时因随后情况变化而更改。本文所载之数据及意见，均来自贝莱德视为可靠之专有及非专有的来源，并不一定巨
细无遗及保证准确。指数表现数字仅供参考之用。投资者无法直接投资于指数。概不保证所作的任何预测将会实现。有关观点不一定反映贝莱德集团旗下任何公
司的全部或部分意见，且不保证其准确性。本文件属高度机密，不得复制或分发予收件人以外的其他人士。贝莱德是BlackRock, Inc 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商标
均为其各自拥有人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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